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137298.3

(22)申请日 2019.02.25

(71)申请人 青岛科技大学

地址 266042 山东省青岛市郑州路53号

(72)发明人 孙瑞雪　于文韬　陈克正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东方盛凡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562

代理人 宋平

(51)Int.Cl.

A61L 27/04(2006.01)

A61L 27/32(2006.01)

A61L 27/50(2006.01)

 

(54)发明名称

镁合金表面细针状羟基磷灰石微纳米结构

涂层及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可降解镁合金植入物表面改性

技术领域，具体涉及镁合金表面细针状羟基磷灰

石微纳米结构涂层及其制备方法。制备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将预处理后的镁合金基体浸泡于电化

学沉积用电解质溶液中，以铂电极作为阴极，镁

合金作为阳极，接通直流稳压电源，进行电化学

沉积，之后进行碱热处理，得到镁合金表面羟基

磷灰石涂层。本发明采用的电化学沉积用电解液

配方简单，无需添加任何促进剂或氧化剂，且无

需调节电解液pH值；采用低温、低电流密度的电

化学沉积方式，易于控制，成本较低；所制备的羟

基磷灰石涂层均匀致密，纯度较高，耐腐蚀性能

好，且具有细针状的微纳米结构，有利于细胞在

涂层表面的粘附与生长，提高镁合金植入体的植

入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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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镁合金表面细针状羟基磷灰石微纳米结构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镁合金基体的预处理：将镁合金基体打磨，清洗，烘干；

(2)配制电化学沉积用电解质溶液：称取可溶性钙盐、磷酸二氢盐，分别溶解于去离子

水中，使得钙盐的浓度为0.01-0.05mol/L，磷酸二氢盐的浓度为0.006-0.03mol/L；混合钙

盐溶液与磷酸二氢盐溶液，获得电化学沉积用电解液；

(3)电化学沉积：使用铂电极作为阴极，镁合金作为阳极，将步骤(1)中预处理得到的镁

合金基体浸没于电化学沉积用电解液中，阴极阳极平行放置，接通直流稳压电源，进行电化

学沉积过程；

(4)后处理：将沉积后的镁合金置于碱液中进行碱热处理，再用去离子水冲洗后烘干，

即在预处理得到的镁合金基体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羟基磷灰石涂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镁合金表面细针状羟基磷灰石微纳米结构涂层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的预处理过程为将镁合金基体依次用400#、600#、800#、1200#的砂

纸打磨，将打磨后的镁合金基体依次在无水乙醇、丙酮、去离子水中用超声波清洗仪超声清

洗，烘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镁合金表面细针状羟基磷灰石微纳米结构涂层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钙盐溶液与磷酸二氢盐溶液按照钙离子与磷酸二氢根摩尔比1.67:

1进行混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镁合金表面细针状羟基磷灰石微纳米结构涂层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阴极阳极距离为2-4cm，电流密度为0.5-2.5mA/cm2，沉积温度85℃，

沉积时间0.5-1.5h，沉积时进行磁力搅拌。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镁合金表面细针状羟基磷灰石微纳米结构涂层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碱液的浓度为0.01-0.1mol/L，热处理温度为70-90℃，热处理时间

为2-4h。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镁合金表面细针状羟基磷灰石微纳米结构涂层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的钙盐为Ca(NO3)2·4H2O、CaCl2中的一种或其组合；磷酸二氢

盐为NH4H2PO4、KH2PO4或NaH2PO4中的一种或其组合。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镁合金表面细针状羟基磷灰石微纳米结构涂层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镁合金基体为医用镁合金。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镁合金表面细针状羟基磷灰石微纳米结构涂层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羟基磷灰石涂层为细针状的羟基磷灰石微纳米结构涂层。

9.一种由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镁合金表面细针状羟基磷灰

石微纳米结构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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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合金表面细针状羟基磷灰石微纳米结构涂层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可降解镁合金植入物表面改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镁合金表面细针状

羟基磷灰石微纳米结构涂层及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镁合金作为一种生物医用植入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活性以及优异

的生物降解性能。与临床医学常用的钴基合金、不锈钢、钛合金等金属材料相比，镁合金的

弹性模量和密度都与人骨的最为接近，是一种理想的骨修复材料。但由于镁合金在生理环

境下的耐腐蚀性能较差，降解速率过快，往往会造成植入部位局部环境的pH值过高及氢气

的短期大量释放，从而导致炎症发生，使植入部位愈合迟缓甚至导致植入失败；此外，过快

的降解速度使其服役期间的力学性能下降较快，不能满足骨组织愈合的时间要求。因此，对

医用镁合金进行表面改性处理，以提高其在生理环境中的耐腐蚀性能和生物相容性，是目

前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0003] 羟基磷灰石(Ca10(PO4)6(OH)2,Hydroxyapatite,HAp)是人体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无

机组成部分，具有优异的生物活性和生物相容性，被认为是一种最有潜力的人体种植体替

代材料。但因HAp脆性大，强度低，韧性较差等缺点，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在人体承重部位的

应用。在镁合金表面制备羟基磷灰石涂层，能够使镁合金的力学性能和羟基磷灰石的生物

活性结合起来。并且植入人体后可在短期内与人体的骨组织形成键性结合，还可稳定和降

低镁合金的腐蚀速率，更好的发挥镁合金在骨修复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镁合金表面

制备羟基磷灰石涂层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0004] 目前人们已经研究出多种镁合金表面改性的方法，常用的表面涂覆手段主要有：

溶胶凝胶法、激光熔覆、微弧氧化、热喷涂和电化学沉积等。其中，电化学沉积法由于沉积温

度较低且能够在复杂的工件上进行沉积，因此受到广泛关注。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号为

CN201710881395)“一种医用镁合金表面活性涂层的制备方法”公开了一种水热电化学沉积

方法在医用镁合金表面沉积羟基磷灰石涂层的制备方法，在制备过程中采用高温高压的反

应条件，制备的HAp涂层为短棒状，纯度较高；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号为CN201510310437)“一

种医用镁合金的表面改性方法”公开了一种脉冲电沉积的方法在带有重熔层的医用镁合金

材料的表面制备羟基磷灰石涂层，完成医用镁合金表面的改性，首先采用强流脉冲电子束

对医用镁合金基体表面进行辐照，然后采用脉冲电沉积方法在表面沉积羟基磷灰石涂层，

利用强流脉冲电子束辐照过程中产生的粗糙表面使HAp涂层形成机械锁合结构，提高了涂

层与基体的结合强度和生物相容性；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号为CN201510125339)“一种具有

高生物活性及低降解速率生物医用镁或镁合金表面电化学处理的方法”公开了一种将微弧

氧化和电化学沉积结合制备HAp复合涂层的方法，提高了材料的耐腐蚀性和生物活性。

[0005] 但是，上述在医用镁合金表面制备羟基磷灰石涂层的方法往往存在设备复杂，条

件要求高，配方繁琐等问题，如在制备的过程中通常需要高温高压的反应条件，掺杂其它添

加剂以改善涂层性能，利用电化学工作站采用脉冲电流进行电化学沉积等；有的还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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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沉积之前先对镁合金进行表面改性，使得工序较为复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制备温度高，涂层缺陷多，不够均匀致密，设备

及配方复杂的缺点，提供一种在医用镁合金表面制备细针状羟基磷灰石微纳米结构涂层的

制备方法，无需使用添加剂和脉冲电流，在较温和的条件下一步合成，且制备的羟基磷灰石

涂层均匀致密，具有细针状的微纳米结构，并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

[0007]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本发明提供一种镁合金表面细针状羟基磷灰石微纳米结构涂层的制备方法，所述

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镁合金基体的预处理：将镁合金基体打磨，清洗，烘干；

[0010] (2)配制电化学沉积用电解质溶液：称取可溶性钙盐、磷酸二氢盐，分别溶解于去

离子水中，使得钙盐的浓度为0.01-0.05mol/L，磷酸二氢盐的浓度为0.006-0.03mol/L；混

合钙盐溶液与磷酸二氢盐溶液，获得电化学沉积用电解液；

[0011] (3)电化学沉积：使用铂电极作为阴极，镁合金作为阳极，将步骤(1)中预处理得到

的镁合金基体浸没于电化学沉积用电解液中，阴极阳极平行放置，接通直流稳压电源，进行

电化学沉积过程；

[0012] (4)后处理：将沉积后的镁合金置于碱液中进行碱热处理，再用去离子水冲洗后烘

干，即在预处理得到的镁合金基体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羟基磷灰石涂层。

[0013] 进一步的，步骤(1)中的预处理过程为将镁合金基体依次用400#、600#、800#、

1200#的砂纸打磨，将打磨后的镁合金基体依次在无水乙醇、丙酮、去离子水中用超声波清

洗仪超声清洗，烘干。

[0014] 进一步的，步骤(2)中钙盐溶液与磷酸二氢盐溶液按照钙离子与磷酸二氢根摩尔

比1.67:1进行混合。

[0015] 进一步的，步骤(3)中阴极阳极距离为2-4cm，电流密度为0.5-2.5mA/cm2，沉积温

度85℃，沉积时间0.5-1.5h，沉积时进行磁力搅拌。

[0016] 进一步的，步骤(4)中碱液的浓度为0.01-0.1mol/L，热处理温度为70-90℃，热处

理时间为2-4h。

[0017] 进一步的，步骤(2)中所述的钙盐为Ca(NO3)2·4H2O、CaCl2中的一种或其组合；磷

酸二氢盐为NH4H2PO4、KH2PO4或NaH2PO4中的一种或其组合。

[0018] 进一步的，所述镁合金基体为医用镁合金，优选AZ31B镁合金。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由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镁合金表面细针状羟基磷灰石

微纳米结构涂层。

[0020]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如下：

[0021] (1)本发明采用低温、低电流密度的电化学沉积法制备羟基磷灰石涂层，由于电化

学沉积是在低电流密度下进行，可以明显的降低浓差极化对涂层的不利影响，使得涂层具

有均匀致密的结构；低温的制备条件可以保证镁合金基体的力学性能不受影响；电化学沉

积过程中进行磁力搅拌，可以避免析氢现象，使得羟基磷灰石涂层与镁合金基体之间的结

合强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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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2)本发明采用的电化学沉积用电解液配方简单，仅由钙盐和磷酸二氢盐组成，无

需添加任何促进剂或氧化剂，无需调节电解液pH值，可以保证羟基磷灰石的生长不受添加

剂的影响，可以沿其c轴生长，从而生长成细针状的微纳米结构。

[0023] (3)本发明工艺简单，成本较低，可以在镁合金表面制备出均匀致密、纯度高的羟

基磷灰石涂层，且涂层具有细针状的微纳米结构，在提高镁合金仿防腐蚀能力的同时，还有

利于细胞在涂层表面的粘附与生长，从而促进植入物与周围骨组织间的键合，提高植入成

功率。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羟基磷灰石涂层的SEM照片；

[0025]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羟基磷灰石涂层的断面SEM照片；

[0026]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羟基磷灰石涂层的XRD图谱；

[0027]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2制备的羟基磷灰石涂层的SEM照片；

[0028]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2制备的羟基磷灰石涂层在SBF中的Nyquist谱；

[0029]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2制备的羟基磷灰石涂层在SBF中的Nyquist谱在横坐标在20-

400Ω·cm2范围内的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

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31] 实施例1：

[0032] (1)镁合金基体的预处理：将AZ31B镁合金基体依次用400#、600#、800#、1200#的砂

纸打磨；将打磨后的镁合金基体依次在无水乙醇、丙酮、去离子水中用超声波清洗仪超声清

洗10min，烘干；

[0033] (2)配制电化学沉积用电解质溶液：称取Ca(NO3)2·4H2O和NH4H2PO4，分别溶解于去

离子水中，使得Ca(NO3)2·4H2O的浓度为0.01mol/L，NH4H2PO4的浓度为0.006mol/L；将上述

两种溶液按钙磷摩尔比为1.67︰1的比例混合均匀，获得电化学沉积用电解液；

[0034] (3)电化学沉积：使用铂电极作为阴极，镁合金作为阳极，浸没于电解质溶液中，阴

极阳极平行放置，保持距离为2cm，接通直流稳压电源，调节电流密度为1.5mA/cm2，沉积温

度85℃，沉积时间1h，沉积时进行磁力搅拌，转速为500rpm；

[0035] (4)后处理：将沉积后的样品置于1mol/L的NaOH溶液中80℃碱热处理2h，再将样品

用去离子水冲洗后烘干，即在镁合金基体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羟基磷灰石涂层。

[0036] 本实施例所制备的羟基磷灰石涂层的SEM如图1所示，涂层均匀致密，由细针状的

结构穿插成花状和刺球状的结构，针状结构直径大约为230-670nm，长度大约为2.5-15μm。

本实施例羟基磷灰石涂层的断面SEM如图2所示，涂层厚度均匀，大约为10μm，且与基体界面

结合良好。图3是所制备的涂层的XRD图，经X射线衍射分析可以看出，所制备的涂层为羟基

磷灰石，且纯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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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实施例2：

[0038] (1)镁合金基体的预处理：将医用镁合金样品依次用400#、600#、800#、1200#的砂

纸打磨；将打磨后的镁合金依次在无水乙醇、丙酮、去离子水中用超声波清洗仪超声清洗

15min，烘干。

[0039] (2)配制电化学沉积用电解质溶液：称取CaCl2和KH2PO4，分别溶解于去离子水中，

使得CaCl2的浓度为0.05mol/L，KH2PO4的浓度为0.03mol/L；将上述两种溶液按钙磷摩尔比

为1.67︰1的比例混合均匀，获得电化学沉积用电解液。

[0040] (3)电化学沉积：使用铂电极作为阴极，镁合金作为阳极，浸没于电解质溶液中，阴

极阳极平行放置，保持距离为2cm，接通直流稳压电源，调节电流密度2.5mA/cm2，沉积温度

85℃，沉积时间0.5h，沉积时进行磁力搅拌，转速为500rpm；

[0041] (4)后处理：将沉积后的样品置于1mol/L的NaOH溶液中80℃碱热处理2h，再将样品

用去离子水冲洗后烘干，即在镁合金基体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羟基磷灰石涂层。

[0042] 本实施例所制备的羟基磷灰石涂层的SEM如图4所示，涂层均匀致密，由针状结构

和花状结构组成，针状结构直径大约为200-600nm，长度大约为2-13μm。图5为本实施例所制

备涂层的交流阻抗谱图，图6是交流阻抗谱图的局部放大图，镁合金裸片的交流阻抗为

94ohm·cm2，羟基磷灰石包覆镁合金的交流阻抗为780ohm·cm2，耐腐蚀性提高显著。

[0043] 实施例3：

[0044] (1)镁合金基体的预处理：将医用镁合金样品依次用400#、600#、800#、1200#的砂

纸打磨；将打磨后的镁合金依次在无水乙醇、丙酮、去离子水中用超声波清洗仪超声清洗

10min，烘干；

[0045] (2)配制电化学沉积用电解质溶液：称取Ca(NO3)2·4H2O和NH4H2PO4，分别溶解于去

离子水中，使得Ca(NO3)2·4H2O的浓度为0.0417mol/L，NH4H2PO4的浓度为0.025mol/L；将上

述两种溶液按钙磷摩尔比为1.67︰1的比例混合均匀，获得电化学沉积用电解液；

[0046] (3)电化学沉积：使用铂电极作为阴极，镁合金作为阳极，浸没于电解质溶液中，阴

极阳极平行放置，保持距离为4cm，接通直流稳压电源，调节电流密度0.5mA/cm2，沉积温度

85℃，沉积时间1.5h，沉积时进行磁力搅拌，转速为500rpm；

[0047] (4)后处理：将沉积后的样品置于1mol/L的NaOH溶液中70℃碱热处理2h，再将样品

用去离子水冲洗后烘干，即在镁合金基体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羟基磷灰石涂层。

[0048] 实施例4：

[0049] (1)镁合金基体的预处理：将医用镁合金样品依次用400#、600#、800#、1200#的砂

纸打磨；将打磨后的镁合金依次在无水乙醇、丙酮、去离子水中用超声波清洗仪超声清洗

10min，烘干；

[0050] (2)配制电化学沉积用电解质溶液：称取Ca(NO3)2·4H2O和NH4H2PO4，分别溶解于去

离子水中，使得Ca(NO3)2·4H2O的浓度为0.0417mol/L，NH4H2PO4的浓度为0.025mol/L；将上

述两种溶液按钙磷比为1.67︰1的比例混合均匀，获得电化学沉积用电解液；

[0051] (3)电化学沉积：使用铂电极作为阴极，镁合金作为阳极，浸没于电解质溶液中，阴

极阳极平行放置，保持距离为2cm，接通直流稳压电源，调节电流密度1mA/cm2，沉积温度85

℃，沉积时间1h，沉积时进行磁力搅拌，转速为500rpm；

[0052] (4)后处理：将沉积后的样品置于1mol/L的NaOH溶液中90℃碱热处理2h，再将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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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去离子水冲洗后烘干，即在镁合金基体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羟基磷灰石涂层。

[0053] 实施例5：

[0054] (1)镁合金基体的预处理：将医用镁合金样品依次用400#、600#、800#、1200#的砂

纸打磨；将打磨后的镁合金依次在无水乙醇、丙酮、去离子水中用超声波清洗仪超声清洗

10min，烘干；

[0055] (2)配制电化学沉积用电解质溶液：称取Ca(NO3)2·4H2O和NH4H2PO4，分别溶解于去

离子水中，使得Ca(NO3)2·4H2O的浓度为0.0417mol/L，NH4H2PO4的浓度为0.025mol/L；将上

述两种溶液按钙磷比为1.67︰1的比例混合均匀，获得电化学沉积用电解液；

[0056] (3)电化学沉积：使用铂电极作为阴极，镁合金作为阳极，浸没于电解质溶液中，阴

极阳极平行放置，保持距离为2cm，接通直流稳压电源，调节电流密度1.5mA/cm2，沉积温度

85℃，沉积时间1h，沉积时进行磁力搅拌，转速为500rpm；

[0057] (4)后处理：将沉积后的样品置于0.1mol/L的NaOH溶液中80℃碱热处理4h，再将样

品用去离子水冲洗后烘干，即在镁合金基体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羟基磷灰石涂层。

[0058]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围进行

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出

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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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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